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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阴阳五行到望闻问切  

商  周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词汇里， “阴阳”这个名字大概是最受现今世界所认同的。用来代

表“阴阳”这个概念的双鱼图案，因为很好地表现出了一种对立统一的状态，依然被

现代人利用到一些领域。比如，下图中一片生命科学论文里就用到了阴阳这个概念 

（1）。 

 

一篇生命科学论文里引用了阴阳概念 

 “阴阳”这个概念表述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属性，比如“冷热”、“干湿”、

“表里”、“浓淡”等。这个概念对事物属性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作了一个很好的

归纳，确实是中国古代哲人智慧的结晶。 “阴阳”这个概念提出的确切时间难以考证， 

但一般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0-221年）（2）。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这样对事物属性的归纳是不是在其它古代文明里也同样存在？ 

答案是有的。 

几乎就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同时，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对事物的属性进行过分析归

纳，也同样提出了“冷热”、“干湿”、“动静”等概念。而且，哲人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384-322年）还进一步把这些概念和物质的基本元素联系了起来，让物质和

它们的属性统一到了一起 （3）。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哲人恩培多克勒（公元前 490-430年）首先提出了世界上有关键

的四种物质：火、气、水、土，并认为这是种物质是万物之源。随后，另一位更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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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人柏拉图（公元前 428-348年）进一步把这四种物质命名为组成世间万物的四种

基本元素，从而提出了古希腊的“四元素学说”。 

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四元素学说”就行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一方面，

他把四元素和物质的属性联系了起来。就像下图中表示的那样：“火”对应热和干，

“水”对应冷和湿，“气”对应热和湿，而“土”对应冷和干。 

 

 

除了把四元素和属性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还对这个“四元素学说”进行了补充。他

认为，世间万物除了具备火、土、气、水这四个元素不够，还需要第五个元素：以太

（精神），有了精神才能赋予万物以灵性。 

就这样古希腊的“五元素学说”就形成了 （4）。 

读到这里，不少人会联想起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在中国古代形成的这个学说里，

金、木、水、火、土物种基本的物质相克相生，它们是世间的万物之源。虽然中国古

人没有提出“元素”这一概念，但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 

中国和古希腊在对这一问题上认知的高度相似并不是因为巧合，而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因为，这种类似的基本元素学说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和希腊，而是出现在几乎每一个古

代文明里。 

在距今近四千年的古代巴比伦文化里，就出现过过“海（水）、地（土）、天空、风

（气）”这些概念 （5）；在比中国和希腊古文明都早的古埃及，人们就认为“水、

气、土”三者是世间物质的组成要素 （6）；在古老的印度文明里，人们也独立地提

出了含有“土、水、火、气”的“四元素学说”（7）。就是在位于“世界屋脊”的西

藏，也产生了“土、水、火、气、空间”的“五元素学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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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元素 

古埃及  水、气、土 

古希腊  火、水、气、土、(以太) 

古代印度  火、水、气、土 

古代中国  金、木、水、火、土 

古代西藏 土、水、火、气、空间 

 

所以， “阴阳五行”这样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因为类似的东西在几大古代

文明里同样存在，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作为古代哲学的精髓，它自然会体现到各个领域里，比如传统的医学。 

在中国，传统的医学是中医。 中医理论基础的核心就是“阴阳五行学说”（9）。根

据中医的理论，阴阳代表人体以及其个器官的属性，而五行则对应到具体的器官。当

阴阳平衡，五行之间关系顺畅的时候，人体健康，反之则会出现疾病。 

那么，在其它古文明的哲学是不是也同样影响到它们各自的传统医学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 

还是以古希腊为例。和古希腊的传统医学的理论是“体液学说”，这个学说起源很早，

古希腊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 （公元前 460-370 年）对这个理论进行了系统化和完善。

因为古希腊当时流行的是“四元素学说”，这个医学理论就和“四”有关。这个理论

认为健康的人体是由七种自然因子，而种自然因子都有“四”种类型，分别是四种元

素、四种体液（血、痰、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气质、四种功能、四种活力、四种

器官、四种力量。当这七种因子都处于一种和谐顺畅的状态的时候，人就会保持健康，

反之人就会生病 （10）。 

读到这里您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希腊和中国的传统医学的理论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方

面，物质的元素对应于人身体的成分，在中国是五行对五脏，在希腊是四元素对四种

体液。另一方面，两者都讲究和谐平衡，都认为生病是身体里面不和谐的结果。 

其实不仅是希腊，其它古文明也是一样。古印度的阿育王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时间比

希腊和中国都要早，它的核心也同样强调和谐和平衡，而且也都和组成物质的“基本

元素”有联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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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它们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说完理论，接下来谈诊断。那么，各地传统医学在诊断上是不是也同样类似呢？ 

在中国，中医的诊断方法被归纳成了四个字：望闻问切。 望是观察病人的可见特征

（比如皮肤、舌苔、气色、姿态、行为），闻是听病人的声息，问是询问病人的病情

和病史，切是检测病人的脉象（心跳）。在综合以上信息后，医生根据中医有关疾病

的理论给病人做出一个诊断。 

那么，在其他古代文明的传统医学里，诊断疾病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让我们还是以古希腊的医学为例。在古希腊，传统医学里的诊断包括以下 6个方面 

（11）： 

1. 病史咨询：包括询问病人的症状和病史。 

2. 视觉诊断：包括检查患者的行为举止、体质肤色、眼睛五官、指甲头发等。 

3. 触觉诊断：包括检查病人的心跳脉搏，以及触诊病人的胸部和腹部。 

4. 嗅觉诊断：包括检查患者的呼吸和体味，以及任何身体分泌物的味道。 

5. 味觉诊断：包括检查病人分泌物的味道，仅仅偶尔使用。 

6. 尿液诊断：包括检查病人排除的尿液和粪便。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医里的“望闻问切”刚好对应了古希腊医学的诊断方法里

的前面三点。古希腊的医生比中国古代的医生更加不怕吃苦耐劳，不仅多出了用嗅觉

和味觉去诊断这一项，而且不介意去仔细分析病人的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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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明古国的传统医学在诊断上的大部分相似也同样不是巧合，如果您再看看其他

地区（比如印度、埃及、西藏、墨西哥）的传统医学里的诊断方法，就会发现其实都

很类似。这种高度相似的背后的原因就是：在古代世界各地的医生都只能使用了他们

的五官， 包括 眼睛（视觉）、鼻子（嗅觉）、耳朵（听觉）、嘴（味觉）和手（触

觉），去从病人那里获取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大脑，最后对病人的病情做一

个诊断。 

所以，从对疾病的诊断上来说，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同样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在古代医生只能利用自己的五官从宏观上去诊断疾病，世界各地莫不

如此。 

既然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在理论和诊断方法都很相似，那么接下来的治疗呢？ 

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的对疾病的治疗的方案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是中药，这也是最主要的治疗方案。医生按照疾病的属性（阴、阳、表、里、寒、

热、虚、实），配以相应属性的中药通过多种方法（汗、吐、下、和、温、清、补、

消）来达到治病的目的。一般来说，中药是方剂，也就是多种自然界的材料（主要是

植物）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配制而成。 

第二类是物理疗法，包括按摩、针灸、手术（用得极少）等。在这些疗法里，中国传

统医学讲究经络穴位，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第三类是不采用药物和物理疗法，而是使用一些行为或生活方式来对病人产生影响以

达到治病的目的，比如忌口、忌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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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希腊的人又是如何治病的呢？下面是几类主要的古希腊的疗法 （12）： 

1. 饮食疗法（通过改变饮食来治疗疾病）。 

2. 改变卫生和生活方式。 

3. 药物疗法 （选择药物的时候需要考虑药物的属性，在属性上需要和疾病相对应）。 

4. 物理疗法 （主要是按摩） 

5. 卫生净化、排毒 （通过出汗、排尿、呕吐、排便、放血等）。 

6. 手术疗法 

通过比较中国传统医学和古希腊医学中的疗法，我们也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很相似。

比如都有药物、物理、手术、排毒等疗法，而且在对药物的选择上都会考虑药物的属

性。当然，两者也有些区别，比如针灸就是中国特有的。 

 

不仅是中国传统医学和古希腊医学的疗法类似，世界各地传统医学的治疗方法也都差

不多，都是利用当地的自然药物、另外辅助物理、手术等疗法来治疗人类的疾病。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有意见，会说中药和其它国家的传统医药不同，因为中药是一座

金矿，这个金矿里练出过金子，比如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所发现的青蒿素。 

是的，屠呦呦从中药里提炼出了青蒿素，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 （13）。实际上，

中药里不仅提炼出来青蒿素这一种被现代医学认同的药物，而是有十几种，只是它们

远不如青蒿素那样有名 （14）。 

既然中药是一座金矿，那么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传统药物是不是也同样是金矿呢？ 

答案为是的，因为从其它地区的传统药物里也已经提取出来一百多种被现代医学认同

的药物 (15)。比如，人类第一个从传统药物里提取出的药物成分是用来做镇定剂的吗

啡，这是德国人在 1805 年从鸦片里提取的 (16)。而比青蒿素更有名的阿司匹林（水

杨酸），则是法国人从柳树皮里提取出来的，其中的灵感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

医学文献《埃伯斯纸草文稿》(17)。 

所以，无论是理论、诊断方法还是治疗手段，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实际是都很相似。

这种相似性的结果就是：古代世界各地的人的平均寿命都差不多。而这种相似性的背

后原因则是：在没有现代科学的古代，世界各地的人对医学的认知有限，因此差距不

大。 

也因此，简单地把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是一种井底之蛙式的错误。真实的情况是：

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是世界传统医学里的一部分，和传统医学相对应的，则是现

代医学（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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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医只是世界传统医学的一部分，与传统医学相对应的是现代医学，那么现代医

学又是什么呢？ 

现代医学起源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它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对生命的规律作出精细的

研究，对疾病的病理、药理、流行病学等作出有系统的研究，从而以科学的方法来对

疾病治疗。 

如果对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在理论上，虽然传统医学的

“和谐平衡”这一概念在宏观上依然适用，但以“四（五）元素学说”上建立的医学

理论被现代医学彻底抛弃，因为科学的世界是由一百多种元素组成的。在诊断上，传

统医学上的宏观上的诊断方法（依靠医生五官感知的方法）依然保留，但微观水平和

分子水平的诊断被纳入，让现代医学能更为准确地诊断疾病。在治疗上，现代医学对

治疗方法建立了对疗效和副作用的科学评价体系，只有符合标准的的治疗方案才会被

采纳，而这是传统医学里所没有的。 

现代医学的优势，让它在和传统医学的竞赛中很快就占了上风，而且把传统医学毫不

留情地甩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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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来势汹汹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在世界各地的生存状态很不相同。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传统医学已经成为了另类疗法，正在慢慢边缘化。在印度和非洲，

传统医学依然非常普及，但主要原因是因为百姓的经济条件无法承担现代医药的费用。

而在中国则有些特殊，中医也依然相当普遍，但这不主要是因为百姓无法承担现代医

药的费用，而是大多数百姓相信中医有效，像“西医治标，中医治本”、“中医治未

病”、“西医治急性病，中医治慢性病”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相当流行。 

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在生活中并不用中医，但他们依然无条件地支持中

医。对这些人来说中医其实更多是一种传统文化，而不是医学。的确，中医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很好的一部分。但文化归文化，医学归医学。作为文化的传统

无疑是优秀的，更值得保护，甚至去可以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作为医学的传统医学呢？它们以“四（五）元素学说”为基础构建的理论系统是

错误的，它们的宏观水平的诊断方法也已经被现代医学超越。至于传统药物这座金矿，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中提炼出像青蒿素和阿司匹林这样的金子来，因为病人所需要的是

服用青蒿素和阿司匹林这样药物，而不是去吃黄花蒿和柳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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